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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剧场”能否成为戏剧的常态化运营？
本报记者 金莹

沪上“艺起前行”活动持续带动观看热潮，引发思考———

“春暖花开，是谁一江连心，听京韵四

海，由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寻别致昆腔，

穿过西装旗袍，品百年海派沪剧。 又是谁

带我们云中漫步，听红楼越韵。 舞台背后，

淮音探秘，随评弹故里，观梦中红楼。 ”

韵味十足的宣传词，串起的是上海京

昆沪越淮评弹六大院团的“云上”大动作。

3 月 26 日起，“艺起前行·演艺大世界云剧

场”的“东方之韵”戏曲展演周在多个网络

平台上开展了云上直播。 “一江连心，艺起

前行———上海京剧院线上演唱会”、“致敬

经典·艺起前行———走进昆曲中的四大名

著”、“走进沪剧电影《雷雨》，品味百年经

典”等直播轮番上阵。 观众们惊喜地看到，

足不出户也能欣赏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

荣、陈少云、史依弘、李军、王佩瑜，上海昆

剧团的四位 “梅花奖 ”得主蔡正仁 、谷好

好、吴双、沈昳丽，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

等人的精彩表演。

随着“艺起前行”活动的深入和扩展，

“云练功”“云创作”之外，“云剧场”也应势

上线。 3 月初，上海大剧院、上汽·上海文化

广场、中国大戏院、人民大舞台、共舞台 ET

聚场等十家“演艺大世界”剧场开启艺术

的“云传播”。 在演艺大世界的云端邀约之

下，一系列“艺起前行·演艺大世界·云剧

场”由区域中的剧场，联合上海国有文艺

院团、知名艺术家展开。 上海的文艺院团、

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不仅提供珍藏的各

种资料，还深度打造线上内容。 一批由院

团组织的优质艺术“直播”陆续上线，成为

“当红主播”。

演艺大世界“云剧场”登陆抖音的第一

部便是上海大剧院“魔都版”歌剧《魔笛》60

分钟特别剪辑版。 上海人民大舞台推出 63

年前的京剧名家名段《斩马谡》，上海天蟾

逸夫舞台上线一系列珍贵的京剧音频 ：

1931年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1944

年言慧珠、迟世恭的《游龙戏凤》,1946 年程

砚秋、储金鹏的《春闺梦》演出实况录音，

1950年杨宝森、 汪正华的 《珠帘寨》，1958

年马连良、张君秋的《二堂舍子》……令广

大的戏曲爱好者们连呼惊喜、过瘾。

上海越剧院的“红楼越韵———上海越

剧院二团特别直播公益演唱会暨 2020 年

上海市民文化节开幕活动”也在“东方之

韵”戏曲展演周的名单之中。 据悉，从 3 月

上旬起至 4 月底，上海越剧院已上线 “云

直播”、“越趣云课堂”、“云汇剧” 三大线上

版块，内容涵盖多部名家名剧、超强阵容公

益直播演唱会以及抗疫主题小戏首演直

播，还有品类丰富的多场教学直播。 比如，

经典越剧《珍珠塔》《追鱼》等剧目将在东方

大戏院进行播放，“云课堂”的越剧童谣、越

剧胡琴演奏技巧、越剧范派陆派云教学、越

剧头饰饰品制作等抖音直播也将陆续上

线，观众也将有机会与名家、演员面对面交

流、互动，了解更多关于越剧方方面面的知

识，以深入挖掘“云上赏艺”新模式的可操

作性。 据悉，在 3月 20日“越赏清音———上

海越剧院一团特别直播公益演唱会”中，各

大线上平台全网同步直播， 两天里的观看

总人次超过 170万人次。

戏曲院团和戏曲名家的线上直播，吸

引了众多戏迷的关注。 “名家成主播，带来

的基本都是脍炙人口的名段 ， 一曲还未

毕 ，戏迷已经连连点赞 、送花 ，乃至送火

箭，不逊于现场的喝彩叫好。 而名家与戏

迷在直播中的互动也是有来有往，都更放

松。 有的直播活动，在名家演唱过后，戏迷

还会欢乐地抢麦，也来上一段，充满了线

上票房的热烈氛围。 ”戏迷白水在观看上

海京剧院的直播后表示，“对于我而言，这

样简单热闹的线上票房已然是疫情期间

的大满足，但如果想让戏曲线上直播持续

成为戏迷的快乐源泉， 那么伴奏有限、不

合适等小问题，就需引起重视，从而让戏

迷有更多的参与感。 而想要吸引更多的观
众，内容的丰富性（如与其他艺术门类的

跨界、与热门事件的关联等）、独特性 （如

台前幕后的小知识等）也许是个思路。 ”对

于传统戏曲如何在网络上与戏迷形成长

久有效的互动，她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同样是在 3 月 20 日，上汽·上海文化

广场举行了 2020 年度的演出季发布会 ，

不同于以往的 “线下+线上 ”，今年 “云发

布” 形式吸引了远超剧场 1940 座位数的

观众，全网在线收看直播人数超过 200 万

人次 ，检票 、步入观众厅 、打场铃 、暗灯

……直播镜头带着观众一秒回到剧场中。

英国鬼才编舞马修·伯恩、 表演艺术家陈

佩斯、音乐剧演员马克·赛博特、德鲁·萨

里奇、“演艺大世界———2020 上海国际音

乐剧节”推广形象大使阿云嘎、郑云龙及

众多国内外音乐剧演员纷纷现身。 “哭了，

我好想念文化广场。 ”满屏弹幕见证了观

众对恢复演出的热切期待。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戏剧的线上传播

热度和广度已经可以预见。 但特殊时期的

“爆款”是否能演变为常态化运营？ 如何持

续，是经历疫情后的演出行业需要思考的

问题。 诚然，现场演出的魅力仍然无法被

线上取代，剧场需要演员和观众当面且及

时的互动。 在这个特殊时期，满足观众居

家的文化需求后，文艺工作者能否在云端

开疆拓土，孵化演出新业态，成为日常演

出的一种补充，是值得探索和实践的新课

题。 而一些经验和教训，也必然会在越来

越多的实践中被发现、纠正、强化，让人产

生期待，今后的演艺市场是否可以在不停

的探索创新中走出一条适合网络时代的

戏剧传播之路。

针对这些新的情况， 上海多措并举。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特设的 “疫情防控”

专题项目就将文艺院团“云演出”项目纳

入申报受理范围。 而明年演艺大世界配套

扶持资金的评审，也将对网络运营情况纳

入参考。 更进一步，线上的推广效果与流

量数据，将和上海国有文艺院团“一团一

策”年度考核相挂钩。

全球疫情未息，经典与读者的关系前所未有紧密
本报记者 郑周明

当中国的书店逐渐恢复常态重新开业，

并以线上直播、公号群读书会、短视频等方
式探索与读者的新关联时，全球各地的书店
却刚刚步入停摆后的困境。 在英国，原定于
3月中旬举办的伦敦国际书展已经取消，之
后大部分书店宣布闭店以支持抗疫，转为快
递配送与线上销售模式，不仅如此，有的书
店还策划了一系列创新方案去联系自己的
读者，为疫情期间的民众传递更多能量。 比
如东雷特福德书店，不仅提供电话推荐图书
的服务， 还提供线上与店员聊天的形式，并
在书店社交账号上直播作品朗读活动。英国
书商协会不断呼吁出版界与作家可以多支
持实体书店，于是也出现了一些作家自费在
书店线上渠道购书捐赠给那些隔离病人阅
读。 在法国，同样原定于 3月下旬举办的巴
黎书展被取消，书店的配送服务因新出台的
卫生条例而中止， 对于书店面临的这种困
境，出版集团主动推出了援助措施，延迟回
款时间。 在美国，原定于 5月举行的纽约国
际书展暂定推迟至 7月底举行，连锁书店线
上销售的增长并不能完全抵消实体门店关
闭带来的损失，加上亚马逊平台将库存重心
转向食物医疗等必需品，出版界也和书店一
起遭遇了运营危机，对此美国书商协会和大
型出版集团尝试进行了筹款援助活动。

欧美书店线上销售的数据可以迅速

体现出居家读者的阅读心境的变化 ，据
《卫报》报道，英国最大的连锁书店水石书
店的线上销量在 3 月下旬闭店后，首周同
比增长了 400%， 经典名著如托尔斯泰的
《战争与和平》、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
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
的爱情》、托尼·莫里森的《宠儿》、菲茨杰
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表现优异，此外
如柳原汉雅的 《渺小一生》、 阿特伍德的
《使女的故事》等当代作品也有所增长，新
作中表现出色的是希拉里·曼特尔的 《镜
与光》， 这部作品在 3 月初发售一周内就
突破了 10 万册，作为“托马斯·克伦威尔
三部曲”的第三本，新作讲述了亨利八世
在位期间托马斯·克伦威尔登上权力巅峰
的故事， 许多评论者相信希拉里·曼特尔
会凭借这部新作获得第三次布克奖。

除了连锁书店拥有线上渠道之外，那些
小众的书店所能做的经营相对较少， 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一月底上线的 Bookshop网站，

创立初衷是希望成为亚马逊的替代品， 专门
为小众书店创造收入， 通过这一网站出售书
籍利润的 10%将分配给签约的书店， 如今已
有超过 200家小众书店签约了网站，网站方
表示：“我们相信， 如果有一个方便的网站可
以替代亚马逊， 读者们会选择支持这些口碑
好的小众书店。 ”最近网站方特别宣布，疫情

期间将书店的分成比例提升到 30%， 以支持
书店度过难关。

书店暂停营业让许多作家不得不取消
新书推广计划， 其中一些人转而选择举行
线上活动来弥补， 比如作家梅兰妮·康克
林、埃伦·欧和克里斯蒂娜·索恩托尔瓦特，

以举办线上文学节的想法广泛联合小众书
店进行线上传播，寻找感兴趣的读者。 更多
作家则选择通过自己的力量去传递阅读，

经典名著成为作家们的首选。 作家斯蒂芬·
金在个人社交平台里表示终于有时间可以
阅读乔伊斯出了名难读的 《尤利西斯》，并
且发现自己对此书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
超出了预期。

华裔作家李翊云不久前获得温德姆·
坎贝尔文学奖， 该奖每年选出八位英语作
家，让其“专注于独立创作，而不受经济问
题打扰”，也因提名与评选过程坚持匿名而
著称， 直到揭晓那一天谁也不知道自己名
列其中。 几天后，因疫情原因李翊云成立了
一个线上读书会， 邀请读者一起专攻名著
《战争与和平》，选择托尔斯泰在她看来“生
活越不确定， 托尔斯泰的小说就显得越是
坚实，结构越是严密”，读书活动每次花费
半小时阅读 15页左右，李翊云建议成员在
三个月内读完这本书，“正好能赶上夏天，

我们的精神也能得到恢复。 ”

让读者感到振奋的消息不时传出，作
家乔治·R·R·马丁更新了博客，表示疫情期
间正在抓紧赶稿，创作《冰与火之歌》系列
的下一部小说《凛冽的寒风》（暂译），要知
道， 这部作品距该系列的上一部小说出版
已过了约九年时间， 马丁不无感慨地说：

“我沉浸在维斯特洛大陆的时间要比在现
实时间长，七大王国正在面临严峻考验，但
恐怕没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严峻。 ”对于在
家以网课形式上学的儿童而言， 也需要更
多阅读资源的支持，作家 J.K.罗琳便宣布
临时放宽《哈利波特》系列版权，以便老师
可以录制视频为学生朗读故事， 只要求老
师发布到封闭的教育平台， 而不是社交媒
体上， 这个决定获得了不少教师的留言感
谢。

实体书店的关闭、 线上资源的扩张，

都让不少专业人士观察认为， 疫情过后，

出版界与作家会更多重视电子资源开发、

倾向多尝试作品的衍生品，同时对小众书
店的珍视和保护也会加强。 无论如何这是
一个需要所有人共同去抵御的艰难时期，

而阅读经典往往可以传递积极的力量，一
些作家和演员不约而同选择了莎士比亚
作品进行线上朗读，莎士比亚在他生活的
年代也曾遭遇大瘟疫，但他闭门家中创作
出了一系列代表作，用《皆大欢喜》中的话
来说，“逆运也有它的好处，就像丑陋而有
毒的蟾蜍，它的头上却顶着一颗珍贵的宝
石。 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
以听树木的谈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
文章，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每一件事
物中间，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 ”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携手所属京昆
沪越淮评弹等六大院团推出 “艺起前
行·演艺大世界云剧场” 堪称戏曲艺术
的“云上盛宴”


